顯理中學
九月份 家長通知書
(一) 上課時間

001/18 號

本校將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三日起實施下列上課時間，詳情如下，敬請 貴家長留意。
節
次
班 務
收功課
早會及宣佈
1
2
3
小 息
4
5
午 膳
6
7
小 息
8
9

上課時間
(星期一至五)
8:00－8:05a.m.
8:05－8:10a.m.
8:10－8:30a.m.
8:30－9:10a.m.
9:10－9:50a.m.
9:50－10:30a.m.
10:30－10:50a.m.
10:50－11:30a.m.
11:30－12:10p.m.
12:10－1:20p.m.
1:20－1:55p.m.
1:55－2:30p.m.
2:30－2:35p.m.
2:35－3:10p.m.
3:10－3:45p.m.

有關上課時間其他調動：
(1) 如因事或因病請假，必須按手續請假，否則會被記小過。請假手續請參閱學生手冊。
(2) 中一至中三須於 12:10－12:30p.m.留在課室進行午膳。
(3) 出外午膳之中四至中六學生須於 1:10p.m.前返回學校。
(4) 留堂時間逢星期五 3:55－4:55p.m.進行。
2018－19 年度校曆表已刊於學生手冊及學校網頁，請家長及學生留意全年的上課日，以便適當安
排其他活動。高中級別於長假期會按需要安排補課活動，請家長及學生特別留意。無論是正常上課日，
學校特別活動日，或試後活動，均具有學習意義，校方均非常重視，敬請留意。

(二) 颱風及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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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颱風或暴雨影響期間，請留意以下之安排：
(1) 當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時，學校會照常上課。
(2) 當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時：
(i) 如信號在上午 8 時前發出，學校停課，學生應留在家中。
(ii) 如學生在上學途中獲悉停課，宜觀察雨勢、道路、斜坡或交通情況，以決定是否繼
續前往學校。
學校會實施應急措施，有教職員照顧返抵學校的學生，校方會在較安全情況下讓學
生離校返家。
(iii) 如信號在上課時間內發出，學生應留在校內，學校會繼續上課，直至正常下課時
間而學生可安全返家為止。
(3) 當天文台懸掛八號或以上之風球，學校停課。
(4) 如在上課以前颱風迫近，教育局局長會按情況需要，在各電台及電視台發出公佈，通知
家長應否著子弟上學，請留意本校位處之地區為北角城市花園道。
(5) 如在上課時間內已懸掛一號或三號風球，而天氣情況可能迅速惡化，學校在接獲教育
局局長指示後亦會隨時停課，校方會在較安全情況下讓學生離校返家。
(6) 如風球已降至三號或以下，接著之上課日學校將會復課，惟 貴家長若認為天氣、道路
或交通仍未恢復正常，應自行決定是否著子弟上學。
(7) 在持續大雨及雷暴期間， 貴子弟可因居住地區之天氣、道路及交通情況惡劣而決定
不著子弟上學。如遇校內考試或測驗，學生因上述特殊理由而缺課，校方不會為缺席的
學生另行安排測驗與考試的日期，在此等特殊情況下，學生將不會遭受任何處罰。
(8) 學校停課與公開考試是否取消並無必然關係。
(9) 如有疑問，請致電校務處查詢，電話 2570 1466。

(三) 中四至中六級堂費

003/18 號

根據政府 2007 施政報告中宣佈，入讀高中之同學毋須繳交學費，但仍需繳交堂費。本
學年中四或以上各級繳交堂費已呈交教育局，獲核准如下﹕
級 別
中四
中五
中六

每期需繳之學費
－
－
－

每年需繳之堂費
$450
$450
$450

(四) PPS 轉賬行政費用及掃卡週之設立

收取時間
9 月份 PPS 掃卡週
(經由 PPS 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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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S 公司會就家長每次轉賬收取行政費用$2.1，學校將會負責繳付每學年每位同學首
兩次之行政費用，第三次起由家長負責，並會於學期終自動扣除。每次轉賬之限額為$200
至$2000。(請家長留意 PPS 戶口每年必須有最少一次之轉賬交易，否則戶口會被凍結。)
學校一般安排每月份之第二星期為同學之繳費掃卡週，掃卡繳費限期則為該週之星期
五，詳見 2018-19 年度學生手冊中所列每月份之掃卡週日期。因著過往仍有部份家長未能
於指定之日期前完成轉賬，及部份問題因為 PPS 賬戶問題而產生，解決需時，故校方希望
家長能於學期初立刻檢查 PPS 賬戶是否正常，及留意各項繳費之限期，及早進行轉賬，預
留一個工作天讓 PPS 公司將轉賬資料傳送予學校，以便同學能如期掃卡繳費，方便大家更
有效率完成所有繳費及收費工作。
學期初費用之掃卡日期為 9 月 10 日至 14 日，請家長預先進行轉賬 (建議 9 月 7 日或
以前轉賬)，各級繳費總額可參閱開學日派發之繳費表。文簿單詳請則可登入 eClass 平台宣
佈欄查閱。
學校將為各級新生派發有關 PPS 繳費及查詢之文件，其餘同學將不重複派發，同學可
到 E-CLASS 網上學習平台參閱有關文件之電子檔案。

(五) 特別收費

005/18 號

本校肩負教育事業，造福學子，向來重視改善教學質素與成效，故多年來，學校在教
學環境與設施上均大力發展，除於禮堂、特別室等安裝冷氣系統外，更設置小禮堂、通識
教育資源中心、校園電台、學生會室、學生活動中心、電腦輔助教導室及家長資源中心等，
全校電腦鋪設網絡，所有課室及特別室已安裝實物投影機及電腦液晶投射機作輔助教學之
用，俾學生得以接受廿一世紀優質資訊教育。
學校之發展與時俱進，得益始終是在學之 貴子弟，學校為改善學習環境不斷進行改
建及維修，然而，學校擔負上述特別設施之維修保養及電費，今年補貼超過五十多萬。長
此以往補貼，終非長久之計。為使教學質素不因費用短絀而有所減退，故擬向學生徵收少
量特別收費，使現有之設施可繼續維持之餘，更可在教學資源上作其他方面之發展。教育
局核准徵收特別費，每年以不逾港幣三百一十元為限。本校將分別於上學期 (九月份) 及下
學期 (一月份) 分別收取特別收費每學生港幣 155 元整，均透過 PPS 收取。中六學生只於
上學期徵收特別費用港幣 155 元整。
學校徵收特別收費以維持優質學習環境，實情非得已，惟望 貴家長予以體諒與支持。
至於清貧學生 (綜援、全津)，學校亦將鑑察實情而給予豁免申請。敬請 貴家長填妥豁免
「特別收費」申請表並著 貴子弟於 9 月 7 日前交回班主任為盼。

(六) 學生自備餐具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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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幫助同學養成珍惜資源的習慣，班房內將不再有餐具提供，同學必須自備餐具，
有關守則如下：
(1) 中一至中三級學生，必須自備餐具，而留校午膳的中四以上學生亦建議自備餐具。
(2) 午膳後，各學生須將自己的午膳餐具妥善收藏，待回家後處理，不可在校內清洗。

(七) 申請使用課室儲物櫃及 / 或攜帶手提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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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申請使用課室儲物櫃及 / 或攜帶手提電話之同學必須辦理申請手續。
申請獲准後，必須嚴格遵守相關守則，否則會受到處分。

(八) 購買運動服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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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購買運動服之同學可於 9 月 5 日(星期三)，帶備所需之費用直接向製造商 (維多利校
服公司) 購買 (製造商將於當天到校)。
男女生四社運動衣 (印校字)
36
尺碼
$44
價目
男女生運動短褲 (連繡字校徽)
XS
尺碼
$37
價目

38
$47

S
$40

冬季運動套裝 (連繡字校徽)
36
尺碼
$200
價目

40
$50

M
$43

38
$210

42
$53

L
$46

40
$220

XL
$49

42
$230

藍色 V 領背心冷衫 (連繡字校徽)
34
尺碼
$118
價目

36
$122

38
$126

40
$131

42
$137

藍色 V 領長袖冷衫 (連繡字校徽)
34
尺碼
$128
價目

36
$132

38
$136

40
$141

42
$147

購買時間： 午膳及放學至 4:00pm
購買地點： 新翼雨天操場
購買方法： 各級同學可於當日帶備所需費用即場訂購，中一已訂購運動服及毛衣的同學，
尚未領取，當日必需帶備訂購單據領取服裝。
備
註： (1) 各級同學均須穿著運動服裝出席陸運會。
(2) 所有服裝均即場發售及派發。若欠存貨，容後通知領取。

(九) 保持警覺 ── 防禦流感和其他傳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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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的公布，一些傳染病如人類豬型流感、流行性感冒、水痘、
諾如病毒(前稱諾沃克類病毒)及手足口病等不時於院舍及學校爆發。
(2) 學校在新學年開始前已清洗及消毒校園，學校亦會促請全校學生/教職員，注意個人及
學校環境衞生。
(3) 為保障學生健康，我們籲請各位家長除了保持家居清潔衞生，亦需要提醒學生時刻保
持個人及校園環境衞生，包括以下的要點：

如子女有腹瀉、嘔吐及皮疹病徵，應儘快求醫；如有發熱、喉嚨痛、咳嗽或類流
感徵狀，必須立即戴上口罩和儘早到指定流感診所求診，且須通知學校及留在家
中休息，按照醫生的病假指示或直至徵狀消失及退燒後至少兩天(以較長者為準)
才可回校。

如子女有不適或需留院觀察，需立即通知學校。

與學校合作，將患病子女從學校接走，並即時求診。

為子女提供手帕或紙巾，並提醒子女不應與他人共用毛巾或紙巾。

提醒子女保持雙手清潔，打噴嚏或咳嗽時應掩著口鼻及妥善棄置用過的紙巾。

家長每天須在子女離家上課前為他們探熱、記錄並簽署體溫記錄表，每天由 貴
子弟交回學校。隨函夾附體溫記錄表乙份。
(4) 若有學生因病缺課，學校會盡量為該等學生提供學習支援，使他們不會因缺課影響日
後學習進度。
(5) 我們再次籲請各位家長通力合作，保持家居清潔衞生，時刻提醒貴子弟注意個人衞生，
做好一切預防傳染病的措施。
(6) 若子女懷疑患有傳染病，雖未經証實，家長亦需通知學校，著子女留在家中休息。

(十) 2018–19 學生資助審批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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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表格」是一份以家庭為單位的申請表格，方便有子女就讀中、
小學或幼稚園／幼兒中心的家庭申請各項學生資助

(2)

有意在 2018/19 學年申請中、小學生資助的申請人應根據申請指引填妥學生資助計劃
綜合申請表格並盡量於 2018 年 5 月 31 日前將填妥的表格連同完整的證明文件直接寄
回學生資助處。
首次申請中、小學生資助的家庭可向民政事務處或學校索取申請文件(見下文第(1)至(4)
項) 或從學生資助處的網頁下載有關申請文件。申請人須將填妥的申請表連同相關證明
文件副本一併寄回學生資助處。

(3)



「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表格」(SFO7A)；



「學生資助計劃綜合申請指引」(SFO75A(1))，及「填表須知」(SFO75A(2))；



「證明文件封面頁」(SFO108)；及



供申請人寄回申請表的回郵信封(SFO182C)。

一如以往，申請人需將填妥的資格證明書交回學校處理，經核實後，學資處便會
最早於 10 月發放書簿津貼予合資格的申請人。
申請詳情須參閱在職家庭及學生資助事務處網頁 http://www.wfsfaa.gov.hk，該處
有清晰步驟及說明。
學生或家長可致電 28022345 (24 小時熱線)向學資處查詢。
有關表格可於校務處索取。

(十一)

高中午膳留校溫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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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本年度仍會安排部份學習成績或態度未如理想之高中同學，於午膳 12:40pm–
1:10pm 到溫習室溫習，以加強督促同學，投放更多時間在學業上。

(十二)

電子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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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查閱電子通告，家長必須使用學校 eClass 平台之登入戶口及密碼，於已安裝
eClass 手機 App 的智能手機(或使用電腦http://eclass.henrietta.edu.hk)來查閱及簽署
通告。家長必須妥善保存密碼，及勿將簽通告的工作交予子女。如家長忘記了密碼，
可透過手冊「家長通知學校」一欄，簡單書寫重設密碼的要求，著 貴子弟交有關老師，
學校會於 2 至 3 個工作天內，將重設密碼以 SMS 短訊傳到 閣下的手機中。
以下列出電子通告的優點，供家長參閱：
(1) 家長直接從手機 apps 收到通知，毋須透過子女轉交。
(2) 回條亦可透過手機簽回，包括剔選回覆項目，學校毋須收集回條。
(3) 父母可同時在自己的手機收到訊息。
(同一戶口可在 2 部手機登入查閱通告，惟只可其中一方簽署。)
(4) 通告以電子檔形式存於手機，方便隨時查閱。
(5) 減少用紙。

(十三)

更新家庭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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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能更準確了解各家庭情況，以致不同撥款能適當運用，幫助有需要學生，學
校於 9 月初會發出一份電子通告，收集有關資料，屆時請家長填寫及交回。

(十四)

個人意外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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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教育局為所有資助學校購買綜合保險外，由 2018 年 9 月 1 日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 (每年檢討)，本校已為全體學生向雅文理財保險服務有限公司購買「個人意外保
險」
。有 關保障範圍及項目如下：
保障項目
保障額 (港幣)
1. 死亡
120,000 元
2. 永久完全殘損 (例如喪失四肢、失聰、失明等)
120,000 元
3. 意外事故之醫療費用，包括：
6,000 元
全年港幣 2,500 元之跌打及針灸醫療費用
每宗每天跌打及針灸費用最高港幣 200 元(每單據)
每宗意外全年跌打及針灸醫療費用最高港幣 1,000 元
4. 燒傷
30,000 元
( 達第二級及第三級程度燒傷之醫療費用)
(全年)
5. 殮葬費用
5,000 元
保單條款要點：
1. 適用於就讀在校內及學校開放時間，包括活動及上課時間
2. 香港範圍內，由學校所舉辦或安排之所有課外活動
3. 凡乘搭學校所擁有、安排或租用之車輛而遭遇交通意外者
4. 進食學校所有提供或安排之食物或飲品而導致食物中毒者
5. 吸入不明氣體 (只適用於以上 1 及 2 項)
6. 學生自行直接往返學校途中，或於往返學校舉辦活動之集合地點所發生之意外
7. 學生必須於意外發生後兩星期內，將有關文件交回校務處辦理索償手續
備註：一切保險條款及保障內容以保險公司之保單為準

投保人必須於意外發生日起，計兩星期內填報「意外索償表格」通知保險公司備
案 (以郵戳為準)，逾時者決不接受申請索償。至於有關意外的一切醫療費用收據，可
定期交給校務處蘇姑娘代為處理，直至所有醫療費用完結為止。
有關索償事宜，請將下列文件一併交回校務處 (蘇姑娘) 代辦：
(1) 填妥「意外索償表格」正本
(2) 學生証副本
(3) 醫療收據正本，收據上必須註明患者姓名及意外傷患性質
(4) 如收據上沒有註明意外傷患性質，則須附上醫生証明書副本

